
香港文匯報訊 安博凱、哈德森及北京控股
（0392）昨宣佈完成一項交易，安博凱及哈德森將向
北京控股出售金州環境投資公司92.7%股權。金州環
境投資為內地一家垃圾焚燒發電及供水/污水處理項目
運營商，總部設於北京，在北京、上海及江蘇省等內
地主要經濟發達地區擁有及運營合共13項資產，供水
及污水總處理能力達169萬噸/天，固廢處理能力達
2,540噸/天。北京控股的新聞稿未有披露是次交易的
作價。

北控購金州環境投資9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下周一將有三隻新股掛牌，
散戶昨日已在場外暗盤交易，提早收聖誕禮物。當中本地基
建股震昇工程(2777)的禮物最大份，昨暗盤高收13%，不計手
續費，每手5,000股賺400元。至於內銀股盛京銀行(2066)及
內地垃圾焚化企業粵豐環保(1381)的暗盤交易分別每手蝕75
元及賺60元。
據輝立資料顯示，震昇工程在暗盤市場收報0.68元，較招

股價0.6元高13.33%，高位曾見0.73元，低見0.65元。暗盤
總成交306萬股，涉及金額211萬元。每手5,000股，不計手
續費賺400元。
細細粒新股震昇工程共接獲2,979份公開認購申請，共認購

7.19億股，超額認購26.92倍。一手中籤比率100%，國際配
售已獲超額認購。該股發行2.58億股，集資淨額6,580萬元。

大型內銀股盛京銀行以近下限7.56元定價，集資淨額91.35
億元，公開招股接獲約1.51億股有效申請，相當於超額認購
1.2倍；國際配售已獲適度超額認購。一手中籤比率100%，即
一人一手。

盛京銀行一手100%中籤
據輝立資料顯示，盛京銀行在暗盤市場收報7.41元，較招

股價7.56元低1.98%，最高曾造7.41元，低見7.3元。暗盤總
成交1.4萬股，涉及金額10萬元。每手500股，不計手續費蝕
75元。
至於超額認購11.61倍的粵豐環保昨暗盤收報2.39元，較招

股價2.33元高2.58%，最高曾造2.44元，低見2.33元。暗盤總
成交123萬股，涉及金額297萬元。每手1,000股，不計手續費
賺60元。
粵豐環保發行5億股，集資淨額10.92億元，公開招股接獲

約6.3億股有效申請。國際配售已獲適度超額認購。一手中籤
比率70.08%。

■圖為粵豐環保管理層較早前招股時攝。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神華能源（1088）昨表示，其參與
的財團投標蒙古Tsankhi煤礦項目取得進展，將會就
投資協議的具體條款進行協商。
由神華與蒙古礦業(MMC)（ 0975）、日本住友商

事組成財團，於12月1日向蒙古國政府提交競標文
件，開發塔本陶勒蓋煤田Tsankhi礦區的西區和東
區。神華表示，前日（23 日）接獲蒙古國政府
Tsankhi項目工作組的通知信函，財團已獲得邀請進入
Tsankhi項目的進一步談判。

神華蒙古煤礦項目磋商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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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去玩 銀娛金沙彈3%
平安夜半日市 港股成交縮至399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美經濟數據佳及美股衝上萬八點創新
高，原本有利昨日港股，可惜A股續插水，加上港股昨日平安夜僅得
半日市，市場觀望氣氛濃，港股低開43點。聖誕及元旦長假臨近，
近日跌至低殘的濠賭股追落後，帶動恒指全日微升，收報23,349.3
點，微升15.6點，波幅僅131點。港股假期氣氛濃厚，半日市成交只
有399億元。

美國第3季經濟增長多達5%，創11年
來最大升幅，令道指升穿18,000點

再創收市新高，但A股疲弱，滬綜指昨跌
1.98%，跌穿3,000點大關，受累中資股
表現疲弱，國指逆市跌1%至11,558點。
進入聖誕周，港股本周僅有兩日半市，恒
指累升1%或233點，雖然滬綜指近日回
調，但國指本周仍升158點或1.4%。

資金流出勁 A股續整固
連日下挫的濠賭股獲追落後，銀娛
(0027)及金沙(1928)分別漲3.8%及3.1%，
新濠(0200)更彈高7%。落後的蒙牛(2319)
亦升1.46%，但近期強勢的中資金融股疲
弱，國壽(2628)及平保(2318)各跌1.23%及
3.1%。
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預
期，A股將會繼續調整，故聖誕假期間，
A股會續向下走，影響港股年底表現。事
實上，有數據顯示資金正在流出中國基
金，建銀國際昨日發表報告，指12月11
日至17日期間，中國股票及債券基金，
錄得27億美元的流出，是7年來最高。
這次的資金流出以ETF基金裡的金融
業為主，香港基金亦錄得2013年6月以
來的最大資金流出，南方A50(2822)及X

安碩A50跌2.8%。建銀的報告亦顯示，
全球各地基金，上周均錄得不同程度的
基金流出，顯示聯儲局議息前，由於擔
心官方因為美國第3季的經濟增長高達
5%，可能釋出「鷹派」言論，市場情緒
明顯趨緊。
他料，下周資金調倉的情況將持續，

落後板塊或續受追捧。個別板塊方面，
他認為券商股及基建股仍可看高一線。

萬達浮水面 喜尚未止血
部分強勢板塊獲利回吐，鐵路股中鐵

建(1186)跌4.2%，中鐵(0390)跌1.8%。母
公司中交集團以高溢價收購綠城(3900)，
子公司中交建(1800)急挫9%；但獲入股
的綠城復牌後急升逾兩成。
另一間內房股亦完成收購項目，恒大

(3333)完成收購新傳媒(0708)75%持股，
總代價9.5億元，恒大微升0.7%，但新傳
媒復牌急挫44%。
萬達(3699)首日掛牌即潛水，表現令人

失望，昨日則成功「浮水」，回升4.06%
至48.65元，成交活躍，高達10.6億元。
創業板股份喜尚(8179)周二急瀉七成後，
昨日仍未止血，再被洗倉狂插44%至
0.255元，兩日累計狂插83.3%。

區璟智榮休 先伊朗旅遊充電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
長區璟智昨日正式榮休。在任
職政府的32年間，她有16年以
上任職於財金相關部門，主導

過本港多項重大的金融改革，被一眾市場人
士公認為政府內部最頂級的金融專才。區璟
智昨日離任在即，會見傳媒，她笑言財庫局
的同事，是第三次為她舉行「Farewell」，
今次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被問及她會否在
休息後，到未來將成立的保監局任職，她則
拒絕評論，只表示監管機構應該聘請業內專
才來擔任。

兩入金融部門協助修法
區璟智於1982年8月加入政務職系，曾任

多個部門，第一次加入金融業有關的部門，
是87股災後，政府為成立證監會，而作出
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而她正在當中出任要
職。她形容，該4年有份處理本港的政制發
展，深感榮幸。

第二次進入金融部門，是97年金融風暴
後，暴露香港資本市場法規散亂的漏洞，促
使政府設立《證券及期貨條例》(俗稱「證
券大法」)，是歷來最大規模的立法工程，
上至監管機構分權，下至投資者保障，涵蓋
面廣，爭議性大。此外，當時正值國企來港
上市的高峰期，整套法規的發展處於關鍵時
刻。她認為，第二次進入金融部門，主要協
助本港的金融法規發展。

不回應加入保監局傳聞
到第三次進入財庫局，是08年金融海嘯

後，本港要重發展市場和多種金融產品，
包括保險產品，加強債市及資產管理的發展
等。這樣一做又是6年，當中最主要的工作
是修訂《公司法》，以及將保監處分拆出政
府體系，獨立運作。有傳言指區璟智退休並
完成「過冷河」後，有機會進入未來將設立
的保監局，她回應指，監管機構是應該聘請
業內專才來管理，故拒絕回應傳聞。

對於她在任多年間，完成多條重要的條

例，她笑言，幸好在保障投資者方面，立法
會的各派彼此分歧不太大，令有關條例草案
能盡快通過。她強調，正因為97年金融風
暴後，本港通過了多項法規，令本港市場抵
抗力大幅提升，才可以抗衡08年金融海嘯
的衝擊。她坦言，任職多年間，一天都沒悶
場，但見到有成果，這令她感到滿意。

退休後將投入義工工作
退休後，她會在明年 2 至 3 月到伊朗旅

遊，完成多年來的心願，回港後將積極投入
義工工作。她目前亦是志願機構「協青社」
的會長，該會主要幫助迷失青年重回正途。
她認為，本港有不少青少年在成長階段有迷
失，但只要適時「扶正」，他們的才能其實
可能有更好的發展，讓他們重拾自尊、回到
正途。 ■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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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頭箍小姐」雅稱的區
璟智多年來處理過無數法
案，這個坐在各種法案上的
手辦公仔正是她的最佳寫
照。 張偉民攝

■區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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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張偉民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
務）區璟智。 張偉民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昨日
A股高開低走，上證綜指失守3,000點關口，截至
收盤，滬指報2,972.53點，跌幅1.98%，連跌第
二日，成交3,787億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
報10,292.52點，跌幅2.63%，成交2,052億元。
昨日盤面風格轉變，以券商為首的金融股集體暴
跌，鋼鐵、地產等權重股也集體走低。分析認
為，雖然昨日金融股跌幅居前，但亦有反彈概
率，作為本輪牛市的龍頭板塊的金融題材，行情
不會提早結束。

年底資金緊 短期續整固
A股兩連跌，分析師指出，新股申購資金回

流未能止住大盤跌勢，年底流動性緊張，造成
增量資金不足，並引發獲利盤回吐，前期領漲的
金融股全面大跌。且部分槓桿資金去槓桿的過
程，致市場大幅調整，短線股指或會下試2,700
至2,800點。

券商股領跌 上綜指失守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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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今年
10月斥資19.5億美元從希爾頓手中收購
美國紐約地標建築華爾道夫酒店而大受
注意的內地安邦保險，據《北京青年
報》昨日報道，安邦保險計劃將在明年
啟動IPO，首選來港上市。早前外電引
述知情人士指，安邦保險擬計劃集資20
億美元(約155億港元)。

持9上市公司市值近千億
安邦保險近期動作頗多，單單在近一

個月，安邦保險便斥資逾300億元增持
招商銀行(3968)和民生銀行(1988)股票。
內媒統計顯示，安邦保險現時持有9家
上市公司的股票，持股總市值已接近
1,000億元人民幣。
據安邦保險官網顯示，公司成立於
2004年，總部設在北京。提供保險和資
產管理服務，總資產規模達7,000億元
人民幣。該公司在中國各地擁有3,000
多個網點、2,000多萬客戶。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公司信息數據顯示，安邦
保險的股東包括國有企業上汽集團。

迪臣建設下月8日創板上市
另一方面，迪臣發展(0262)建議分拆

建築及工程承包業務迪臣建設(8268)創業板單獨上
市。分拆將以分派及配售方式實施，合資格股東
每持有公司五股股份將獲發一股迪臣建設股份。
迪臣建設將於明年1月8日於創業板掛牌。
該公司擬配售5,000萬股股份，配售價介乎

0.375元至0.4元。若按配股價中位數0.3875元
計，料集資淨額為1,660萬元，所得款項的90%
擬用於營運兩個現有項目，其餘10%作一般營運
資金。
迪臣發展向所有合資格股東分派及轉讓迪臣建

設約1.11億股以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分派及完
成配售後，迪臣發展於迪臣建設的持股將由
90.1%降至約51.18%，迪臣建設仍為迪臣發展的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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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提早派禮物 震昇暗盤賺400


